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兑彩票

中国福利彩票福彩3D第2018250期开奖结果：551
中国福利彩票“七乐彩”第2018108期开奖结果：基本号

码：17 15 20 27 07 05 24，特别号码：26

中国体育彩票排列3第18250期开奖结果：917 直选：8553
注，每注奖金1040元；组选6：14016注。（12509072.15元奖金滚入
下期奖池）

中国体育彩票排列5第18250期开奖结果：91738 一等奖：
30注，每注奖金10万元。（229787932.48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中国体育彩票7星彩第18107期开奖结果：4303625 一等
奖：0注；二等奖：6注，每注奖金63759元；三等奖：193注，每注奖
金1800元。（31912112.68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体
彩

福
彩

（以上信息以开奖现场公证后的结果为准）

8月份国民经济继续保持
总体平稳、稳中向好发展态势

保利地产更名保利发展
定位打造“不动产生态发展平台”

中国经济运行态势和稳定性备
受关注。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毛
盛勇14日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
示，8月份，我国生产需求平稳，就业
和物价稳定，转型升级持续，质量效
益改善。

统计显示，工业生产略有回升，
企业利润较快增长。8月份，全国规
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实际增长
6.1%，增速比上月加快0.1个百分
点；1至8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
加值同比增长6.5%，增速比1至7月
份回落0.1个百分点。1至8月份，高
技术制造业、装备制造业和战略性
新兴产业同比分别增长11.9%、8.8%
和8.8%，分别快于规模以上工业
5.4、2.3和2.3个百分点。

工业新产品快速成长。1至8月
份，新能源汽车、工业机器人、集成电
路产量同比分别增长56.0%、19.4%和
13.4%。企业利润较快增长。1至7月
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
总额39038亿元，同比增长17.1%；主
营业务收入利润率为6.46%，比上年
同期提高0.4个百分点。

服务业持续增长，现代服务业
发展势头良好。8月份，全国服务业
生产指数同比增长7.5%，增速比上
月回落0.1个百分点。

消费方面，市场销售有所加快，

升级类消费保持较快增长。8月份，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31542亿元，同
比增长9.0%，增速比上月加快0.2个
百分点。1至8月份，限额以上单位商
品零售额中，化妆品类、家具类商品
零 售 额 同 比 分 别 增 长 12.6% 和
10.2%，增速分别比社会消费品零售
总额快3.3和0.9个百分点。新消费发
展较快。1至8月份，全国网上零售额
55195亿元，同比增长28.2%。

投资方面，投资结构继续优化，
民间投资和制造业投资较快增长。1
至8月份，全国固定资产投资（不含
农户）415158亿元，同比增长5.3%，
增速比1至7月份回落0.2个百分点。
其中，民间投资259954亿元，增长
8.7%。1至8月份，全国房地产开发投
资76519亿元，同比增长10.1%。全国
商品房销售面积102474万平方米，
增长4.0%；全国商品房销售额89396
亿元，增长14.5%。

“总的来看，8月份国民经济继
续保持总体平稳、稳中向好发展态
势。”毛盛勇说，但也要看到，外部环
境更加严峻复杂，国内长期积累的
结构性矛盾仍然突出。接下来要持
续扩大有效需求，加大稳就业、稳金
融、稳外贸、稳外资、稳投资、稳预期
政策落实，合理引导发展预期，确保
经济平稳健康发展。 据新华社

昨日下午，由中国社会工作学
会、中共成都市委城乡社区发展治
理委员会、成都市精神文明建设办
公室、成都市民政局指导的“你好邻
居”2018年全国义仓日的预热活动
——“一勺米公益挑战”来到肖家河
新光社区文韵苑小区，来自成都的
10组家庭参与了此次活动。

据介绍，活动规则是在两小时
内敲开陌生邻居的门，并向开门的
邻居募集一勺米（或其他五谷），在
规定时间内募集户数最多的家庭即
可获胜。挑战从下午5点30分开始，
经过2个小时的比拼，来自新光小学
五年级五班的李康齐悦小朋友及其

父母获得第一名。在规定时间内，十
组人马共募集65斤大米，其中，他们
一家成功敲开12户陌生邻居的大门
并顺利募集了5斤大米。据了解，从9
月11日开始，“一勺米公益挑战”活
动已持续了4天，在成都市7个街道
社区开展了相关比赛。

据活动相关负责人介绍，此次
活动旨在促进友好邻里关系的建
立。明日，在成都主会场以及杭州、
上海等9个城市的分会场将有10场
义仓嘉年华活动。成都主会场的活
动将于14点在九方购物中心中庭举
行，欢迎市民前往参加。

成都商报记者 戴佳佳

9月13日，保利地产宣布正式升
级为保利发展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SH600048，以 下 简 称 保 利 发
展）。这意味着保利发展将以全新面
貌在不动产领域翻开新的篇章。据
了解，保利发展将致力于打造“不动
产生态发展平台”，以不动产投资、
开发、运营、资本运作为基础，提供
基于行业生态系统的综合服务，与

客户美好生活同行。
在发布会上，保利发展董事长

宋广菊表示，保利发展代表着未来
的发展方向和逻辑，战略升级与品
牌升位是必须，更是必然。而保利地
产26年来的守业坚持、文化传承、基
因积淀，连同属于它的行业领导品
牌，也将在保利发展继续传承下去。

成都商报记者 符小晓

10组家庭挑战募米
他们一家敲开12户陌生邻居的大门

52岁的邓女士离世后，遗物中
有10盒尚未吃完的“胶原蛋白肽”
产品，一张“金卡”和“银卡”，以及
“签到本”。“签到本”记录显示，从3
月份这家名为“红瑞和”的门店开
张，到邓女士离世前几天，邓女士
几乎每天都去这家店里“签到”，即
使下大雨也打伞过去。在好友印象
中，邓女士曾在这家店里买过16盒
“胶原蛋白肽”产品，甚至还让孙子
吃，“有助于提高记忆力”。

身上出现浮肿后，化验报告显
示多项指标异常，邓女士被店长告
知水肿是吃“胶原蛋白肽”之后的
正常反应，“继续服用”；朋友劝她
看医生吃点药，她说“我继续坚持
吃半年肽，再买六盒”；直到去世
前，她还在吃“胶原蛋白肽”产品。

家人还得知，她只去医院开
过5毛钱的药消水肿……

7月21日晚上7点过，谢清松从工地回到
家中。“母亲说身体不舒服，胀。”谢清松告诉
成都商报记者，母亲邓女士今年52岁，此前
患有乙肝和高血压。当时，母亲说不觉得痛，
他按了一下母亲的脚，“有些浮肿。母亲表示
暂不用去医院，我们说好第二天早上再去医
院看一下。”当晚12点左右，谢清松已经准备
休息，“父亲把我喊起来，说母亲很不舒服。”

一家人随即准备送邓女士去医院。“母
亲自己走下楼，但到小区门口就走不动了，
最后上车是我和父亲一起抬的。”谢清松说。

途中，邓女士的呼吸渐渐微弱，到医院后
经抢救无效于次日凌晨离世。医院出具的居民
死亡医学证明（推断）书上“死亡原因”一栏写
着：“呼吸循环衰竭，肝硬化。”

邓女士去世后，其丈夫谢先生在朋友圈
发布了妻子的死讯。邻居李嬢嬢看到后有些
悲痛，“我们平时一起买菜、接送娃娃”，还一
起去往菜市场内一家名为“红瑞和”的店。

在谢先生印象里，6月底7月
初，妻子才出现浮肿。他有一次听
妻子说，去医院开过5毛钱的药消
水肿。他称，除此以外，妻子没吃
过别的什么药，除了“胶原蛋白
肽”产品。7月21日晚上8点过，邓
女士去世前，谢先生回家看到妻
子难受的状态，“我还问她有没有
吃‘药’，她说吃了。”他说，所谓的

“药”，便是妻子买回家的“胶原蛋
白肽”产品。更早一些，他还看到
妻子在用“藏红花”掺热水泡脚并
揉脚，“她说是店长告诉她的，藏
红花也是店长给的。”

李嬢嬢说，得知邓女士出现
水肿后，她建议邓女士去弄点药
看一下，当时邓女士回答“我继续
坚持吃半年肽，再买六盒。”

在李嬢嬢记忆中，6月底，邓
女士对她说自己脚肿。因此，邓女
士还去过卫生院检查。成都商报
记者注意到，7月6日其采样的血
常规以及临床生物化学与免疫学
检测报告单上，多项指标呈现异
常，比参考值有偏高或者偏低。之

后李嬢嬢陪邓女士去找过“红瑞
和”店长龚女士。“我听到店长让
她继续吃，是正常反应，但要减点
量。”李嬢嬢表示，之后邓女士开
始每天吃四包。

在母亲的手机里，谢清松也
翻到母亲和龚女士的几段微信语
音聊天记录。6月24日，龚女士语
音说“水少喝点，有利于去水肿”，
接着又说“用开水泡脚，边泡边按
摩脚，（是）夏天最好的去水肿方
法”。又过了几个小时，她发来一
个“国肽健康馆”的微信截图，上
面写着“浮肿是……服用肽之后
……属正常，坚持服用”，并发语
音说“手肿、脚肿都是正常反应，
坚持服用”；7月6日，她说“邓阿姨
你想去检查，报告拿出来以后给
他们（吴老师）看”。

8月2日，谢清松接到一女子
来电，对方自称是“红瑞和”店
长龚女士。电话中，对方提出没
开封的产品可以退货，并称是
从药房代购的，“药房也是我们
家的。”

在李嬢嬢印象中，今年3月，
这家“红瑞和”店开到了菜市场
内。“一开始免费送盆、发面，邀我
们进店。”李嬢嬢记得，进店后她
们被安排到一个小房间里，房间
里会放视频并有店员讲解。曾经
进过店的孙婆婆介绍，视频和讲
解都提到过“那个肽产品可以治
病，偏瘫、癌症都能治好”。

“当时说得我都想买来吃了
试试。”李嬢嬢说，由于家人反对，
她没有买成。但邓女士有些痴迷

“肽产品”。“她买过3回，总共买了
16盒。”一盒价格在670元上下。

在丈夫印象中，邓女士从去
年起就已在吃这种“肽产品”，“最
开始她拿自己的钱买，后来还喊
我拿钱买过三回。”他展示了7月9
日的一条取款短信，“那天取了
3800块钱给她，她带我去到红瑞
和店，把蛋白肽产品拿给我后，她
还继续留在那里……”

母亲在吃一款“胶原蛋白
肽”，谢清松是知道的。约一两个

月前，他注意到儿子在吃东西，说
是奶奶让他吃的。“母亲说有助于
提高记忆力”，他当时对母亲说不
要吃了，“她还说好的。”

谢清松和家人整理母亲遗
物，发现除了两盒已打开的，还有
八盒未开封的“胶原蛋白肽”产
品。成都商报记者注意到，这种

“胶原蛋白肽”产品分为多个8克
的小包装，上面写着“固体饮料”。

在邓女士的口袋里，家人还
发现了写有“红瑞和”字样的“金
卡”和“银卡”，以及签有邓女士姓
名的“重庆红瑞健康产业（集团）
有限公司”的“试用本”。

“买够5000元才有银卡，买够
10000元才能拿金卡。”李嬢嬢和
孙婆婆告诉成都商报记者。“试用
本”则相当于每天的签到本，“每
天去了的话就盖个章，连续去了
多少天就可以领礼品。”

成都商报记者注意到，签到
本显示，从3月19日到7月18日，邓
女士几乎每天都盖章“签到”。

大妈身上浮肿感觉胀
抢救无效凌晨离世

1

痴迷“蛋白肽”产品 还办了“金卡”“银卡”

店长称浮肿是正常反应 让她继续服用“蛋白肽”

店长回应：
继续服用建议
是从网上看来的

“邓阿姨通过我带了12盒的
样子。”昨日上午，郫都区新民场
镇“红瑞和”店长龚女士说。不过，
她反复表示，不是在店里买的，
而是帮忙带的，并称是从同一个
集团的药房带的。她确认了关于
门店金卡、银卡消费金额的说
法。但她坚持认为，邓女士的脚
肿是到店之前就患有。她也给
过邓女士藏红花，并告知其泡
脚，“是在百度百科上查到的。”

为什么说是“正常反应”，并
告知邓女士“继续服用”和“减
量”呢？她称，这是自己从“国泰
健康馆”官方微信公众号上看到
的，便告知了邓女士，“我当时的
意思是吃这个不会影响水肿、脚
肿，可以继续服用。”减量则是注
意到邓女士每天吃五包蛋白肽，

“超过了说明书的要求。”
对于自己提到的“吴老

师”，龚女士表示其为公司领
导，并不是医生。她称，自己通
过微信将邓女士的化验单给

“吴老师”看了，对方也在微信
上建议去医院；不过，之后她又
称，是当面将化验报告的照片
给“吴老师”看的。“我们都建议
她去医院。”此外，她还表示蛋
白肽产品属于食品，并称会向
老人说明吃肽产品是“食疗”，

“我和店里其他工作人员都没
有说过可以治疗癌症之类的，
视频也没放过。”

事后，谢先生拨打12345投
诉了妻子的遭遇。郫都区市场
和质量监督管理局综合执法大
队多次去龚女士的门店检查。
昨日，成都商报记者了解到，目
前该事件正在进一步调查中。
为什么龚女士坚称是带货？综
合执法大队工作人员表示，因
为该店并无食品经营许可证，
不能销售食品。

成都商报记者 彭亮 摄影报道
实习生 张芳

事件进展：
质监部门介入调查

开豪车的人办了低保？申请“五保”资格要给辛苦费？

乐至连夜启动调查 坚决查处

邓女士的盖戳“签到”本上的记录

痴迷“蛋白肽”，去世前还在吃；质监部门介入调查

大妈去世
遗物中还有10盒“蛋白肽”

当晚，节目通过播放3个短片曝
光了3起典型案例。短片《看“有钱人”
如何成为低保户》中，乐至县东山镇塞
老村低保户杨长志在村民印象中是个

“有钱人”，长期在成都生活，开豪车，
有企业，家庭条件优越。然而，其低保
审批表上的申请时间、患病出院时间、
村委会邻里访问记录竟是同一天，评
议记录存在发言者未签名、签名者称
不认识杨长志等蹊跷，低保资格公布
时间也在领取低保金5个月后。后经
调查，村干部承认杨长志家庭年人均
收入35元系编造，杨长志名下两辆车，
其中一辆售价约40万元。尽管目前杨
长志的低保因“收入超低保线”被取消
了，但这样一个“有钱人”当初为何纳
入低保，难免让人生疑。

短片《神奇的巧合》曝光的则是乐

至县良安镇5个村村干部上班时间一
起饮酒、打麻将的事。最让现场观众震
惊的是短片《伸向困难户的黑手》。片
中，乐至县宝林镇千佛村多名五保户
称在申请“五保”资格时还需给村干部
辛苦费，最多的给了5000元，最少的
请吃饭给烟钱花了约900元。

“开着豪车申请低保，你们一路
绿灯？”“上班时间喝酒、打麻将，真的
是巧合？”面对主持人的追问，相关当
事人被问得语塞。五保户申请“五保”
资格，村干部是否真的收了辛苦费？
主持人先后追问了宝林镇千佛村村
主任、村支书，并向该镇纪委书记现
场发问核实。面对追问，千佛村村主
任杨汉来矢口否认，坚称自己没收
钱。宝林镇纪委书记秦太平介绍，经
纪委调查，一村民办理“五保”，村支

书收了 500 元。随后，村支书杨光礼
（音）称自己并未收钱，而是五保户办
理后主动给他的，目前这500元已退
还。节目现场，宝林镇党委书记陈建
军表示，基层干部把黑手伸向困难群
众，收取好处费，性质十分恶劣，“我
们将严肃查处。”

整改整改//
连夜启动调查核实
坚决查处相关责任人

节目结束后，乐至县委赓即召开
专题常委（扩大）会议，对节目反映出
队伍管理、制度建设、监督落实等方
面存在的不足和短板，县委常委班子
带头反思、深刻剖析，并研究整改处
理意见。当晚，对节目曝光的问题，乐

至县相关部门连夜启动调查核实工
作。待调查核实后，相关部门将向社
会及时公布查处情况。

针对节目曝光出的3个问题，乐
至县将由县纪委监委牵头，县委组织
部配合，深入开展调查，坚持快查快
办相关责任人，查处到位。乐至县民
政局还将对全县各乡镇进行摸排，坚
决取缔不符合条件的低保对象，坚决
追回骗取的低保资金和医疗救助等
资金；县委组织部将加大对基层干部
队伍和驻村帮扶干部队伍管理，对反
映存在作风问题的第一书记坚决撤
换；县纪委监委牵头，县民政局负责，
组织各乡镇党委政府对“五保”评定
进行全面核查，对“五保”评定过程中
肆意妄为的基层干部，坚决发现一起
查处一起。 成都商报记者 姚永忠

“开豪车的人办上了低保，贫困村民称申请“五保”资格需给村干部辛苦费……”13日晚，资阳市第七期《阳光问廉·面对
面》全媒体直播节目走进乐至县，曝光了乐至县东山镇塞老村低保办理弄虚作假、良安镇5个村村干部上班时间一起饮酒打
麻将、宝林镇千佛村村干部吃拿卡要等3起典型案例。节目结束后，乐至县委赓即召开专题常委（扩大）会议，相关部门连夜
展开调查核实工作，并根据调查情况坚决查处相关责任人。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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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奖期兑奖截止日为2018年11月13日。)

邓女士的金卡、银卡和盖戳“签到”本子

邓女士吃过的蛋白肽产品

6月25日起，聚焦环保督察和群
众反映的突出环境问题，成都启动了
突出环境问题整改“百日攻坚”专项
行动，从20670余件问题中梳理出突
出环境问题任务清单3608件（包括省
督未完成55件），15个现场督查组深
入区（市）县日查夜访、督政查企。这
些群众反映的突出环境问题点位是
否全部整改到位？9月12日，记者随同
成都市“百日攻坚”环保督查第5现场
督查组前往天府新区督察中央环保
督察反馈问题整改落实情况。

位于华阳大道一段的永泰雅居
底商的“李记香嘴鱼中餐馆”的后厨
间中一派忙碌之色。“不呛人了，环
境比以前好了很多。”正在忙着洗菜
的员工小刘说，自从停业整顿、重新
更换油烟净化设施后，不仅后厨的
工作环境好了很多，楼上的居民也
少了怨言。据天府新区环保和统筹
城乡局介绍，目前“李记香嘴鱼中餐
馆”已重新更换油烟净化设施，正待
开展油烟监测，而同样存在油烟直
排现象被责令停业整改的“怪煜凌

中餐馆”正在重新装修，尚未营业。
未设置淤泥沉淀池，洗车废水

直排入几百米外的锦江，天府新区
华阳洪祥汽车美容服务部之前被环
保督查“逮”了个正着。当记者跟随
第5现场督查组来到现场时看到，总
体积应达到3立方米以上的三级沉
淀池已经建成，并设置了淤泥沉淀
池。督查5组组长王祎说，从目前现
场督察的情况看，已经设置了统一
的机动车清洗站标识，设置淤泥沉
淀池，规范设置三级沉淀池。

针对短期华阳万安片区污水来
量增加较快且污水处理厂已满负荷
运行的实际情况，天府新区计划分
批建设污水处理能力共计6.2万吨/
日移动式一体化污水处理设施。在
出水口，记者看到，处理后的水体清
澈见底，无色无味，直接排入锦江。
引进这个装置后，出水可达一级A
排放标准。记者了解到，截至9月7
日，中央环保督察来信来电举报的
4082个问题，已完成整改3858个，完
成率94.5%。成都商报记者 李彦琴

污水直排、油烟扰民……

这些环境问题整改得怎么样了？

城市管理 曝光台


